
近年来，西宁市紧紧围绕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
要求、奋力推进“一优两高”、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
时代幸福西宁，呈现出政治生态好、发展态势好、韧劲后劲好
的特征。通过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既把握好“保护生态”
这一“西宁之幸”，又落实好“加快发展”这一“人民之福”，坚持
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幸福西宁的成长坐标，实现经济
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

如今，行走在市区街头，天蓝、地绿、水清，一个个美丽画
面让人赏心悦目，绿色发展理念在西宁已经深入人心。作为
一名环保干部，同时也是一名市政协委员，我将继续努力发挥
自身优势，以崭新的面貌积极投身西宁保卫“高原绿”“西宁
蓝”“河湖清”的行动中，为西宁绿色发展尽一份力。

（记者 徐顺凯 摄影报道）

为西宁绿色发展尽一份力
市政协委员、西宁市环境宣教中心副主任 袁媛

市委全会开启了贯彻“一优两高”战略部署、加快建设
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的新征程，我们以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为载体，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
开展了“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推进餐饮质量提升工
程，实行餐饮服务分类定级店外挂牌公示制度，创建“绿色
餐厅”等工作，不断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进一步推动了全市迈入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
新时代。下一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
面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狠抓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切实
保障群众食品药品安全，为奋力推进“一优两高”、不断夺
取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建设新胜利提供
坚强的食药安全保障。（实习记者 严进芳 摄影报道）

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看西宁发展
市政协委员、市食品药品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安建忠

作为一名市政协委员，我深切感受到了这几年西宁经济
发展的日新月异。西宁市委审时度势，构建“多点三极三带”
新格局，打开了西宁经济发展的新思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
发展、多巴城市副中心建设推进、行业领军企业落户西宁、一
批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产业上线投产、西宁-大通沿北川河、
多巴-沙塘川沿湟水河、甘河-鲁沙尔-南川公路沿线三条千
亿元经济增长带的打造，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协
同，实现经济增长向民生福祉转化解决好供给效果。西宁经
济发展呈现态势好、韧劲后劲好的良好局面。作为一名企业
负责人我很欣喜西宁的变化，这也增强了我发展企业的信
心，今后我将积极履职，为美丽西宁、幸福西宁作贡献！

（实习记者 严进芳 摄影报道）

西宁经济高质量发展后劲足
市政协委员、青海捌捌商旅连锁客栈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功

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西宁的体育发展正从
专业化的竞技运动，向发展群众体育转变。过去一年，全市
931个行政村和114个城市社区的体育健身设施实现了全覆
盖，城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提档升级示范点的建立以及今
后区级综合体育中心的建设，不断提升着西宁市民群众的身
体素质和生活品质。同时，通过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为城市
源源不断地注入新活力。身在西宁，你会感受到西宁的体育
发展不仅是体育概念，而是“体育+”。2018年，我市开辟体育
旅游精品路线，通过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利用体育品牌赛
事及特色体育活动带动旅游交通、文化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全
面发展，更是充分验证了我市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
新时代幸福西宁的丰硕成果。 （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

体育发展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市政协委员、市体育局局长 韩斌

2018年，西宁各项事业发展成效显著，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明显提升。西宁市绿色生态环保建设迅速发展，河长制全面
落实，打造出了天蓝、河清、山绿的绿色西宁，已经建成的北川
河湿地公园，成为西宁人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南北两山的
规划性绿化和绿色保护措施，真正体现出了青山绿水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思路，为改善西宁市居住环境奠定了根基。抬
头见绿、出门有林荫、附近有公园，随时随地亲近自然、享受绿
色，更好满足了群众求美、求健康的愿望。公园、体育健身场
馆免费或低收入向市民开放，这一切让市民工作之余也能更
好享受到了生活。

（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

城市变美百姓乐享生态福利
市人大代表、省文化馆办公室主任 陈镁

过去的一年，西宁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持续
推动“两个绝对”具体化，为全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协调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呈现出政治生态好、发展态势好、
韧劲后劲好的特征。作为一名基层的村党组织书记，让我
感触颇深的是，如今的农村变化可真大，随着乡村旅游热
的兴起，乡村旅游产业成为引领农民创业致富、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的重要渠道，于是，一系列丰富的新型农业理念
纷纷落地开花，以高科技种植为基础的都市农业发展了特
色生态旅游产业链，集生态观光、休闲赏果、体验农情农乐
为一体，渐渐被打造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后花园”。

（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

都市农业打造出城市后花园
市人大代表、城北区大堡子镇陶北村党总支书记 陈俊良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切身感受到了打造绿色发展样
板城市给西宁带来的巨大变化。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推进“一优两高”,
以“两个绝对”为标准，以“两个绝对”具体化为载体，不断
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围绕打造绿色发展样围绕打造绿色发展样
板城市板城市，，实施了实施了““高原绿高原绿”“”“西宁蓝西宁蓝”“”“河湖清河湖清””等六大建设行等六大建设行
动动，，启动西堡生态森林公园启动西堡生态森林公园、、园博园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园博园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空气质量指数和排名位居西北省会城市第一空气质量指数和排名位居西北省会城市第一，，湟水河国湟水河国、、
省控断面水质全部达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明显增省控断面水质全部达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明显增
强强，，绿色发展样板城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后劲也更足了。

（记者 张弘靓 摄影报道）

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市人大代表、城北区城管局环卫服务公司服务科科长 赵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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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好政治生态好发展态势好发展态势好韧劲后劲好韧劲后劲好
——代表委员畅谈新时代幸福西宁

2018年，西宁从地下到地面，从地面到空中，绘制出一
张“上天入地”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曹家堡机场升级为国
际机场，西城铁路完成线路调整，凤凰山快速路建成通车，
过街天桥加装直升电梯，公交专用道、昆仑桥两侧地下通
道建成运行，再次成功入选全国十大拥堵缓解城市，智慧
公交已融入市民生活，扫码乘车方便时尚，“车让人”成为
街头亮丽风景，文明交通在我市蔚然成风……见微知著，
每一天，我们都见证着西宁的变化发展，一件件惠民实事、
一份份民生答卷背后，是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实”
重大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新青海建设的“领头雁”、“一优两
高”的“排头兵”、大美青海的“施工队”的结果。

（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一桩桩、一件
件聚焦群众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民生工程逐步实现，“幸福
西宁”也由市民最初的期待变成了市民最直接的感受。作为
一名基层人大代表，见证了西宁近几年的变化，如今的西宁，
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以我工作的辖区为例，109 户生活
困难群众生活得到保障，老旧楼院综合改造完成了500余套，
318 户困难群众安装了天然气并享受到每户 3000 元的煤改
气补贴，同时，随着绿色小庭院的打造，为辖区老年人开展了
居家养老、助餐、助医等服务……而这一切只是百姓幸福生
活的一个缩影，随着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建设和实施，西宁百
姓正从发展中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幸福指数也
在不断被刷新。（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

过去的一年，西宁聚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
新的起点上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奋力开创了新时代
建设幸福西宁的新局面。政治生态和风气愈加清明，全市上
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两个绝对”为标准，以“两个绝对”
具体化为载体，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干部群众思想境
界和能力有了新提升、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新气象，人
民群众对党的感恩之心不断凝聚。坚持生态优先发展，“高
原绿”“西宁蓝”“河湖清”建设有了新作为。保障改善民生上
有了新作为，西宁市民获得感更充实、幸福感更真实、安全感
更踏实。 （记者 张弘靓 摄影报道）

这几年，我市坚持将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作为“始终
对党绝对忠诚，坚决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绝
对一致”的重大现实检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意识，坚持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幸福西宁的成
长坐标，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人民正在奋力书写绿色发
展的崭新答卷。随着“高原绿”“西宁蓝”“河湖清”等六大建
设行动的推进，开启了一次关乎人民福祉、永续发展的绿色
变革。一个个风景如画的游园拔地而起，推窗见绿、出门见
景、四季见花让西宁这座高原之城颜值更高、气质更佳，生活
在这样一座美丽、和谐、平安、洁净、繁荣的城市中我们感觉
由衷的高兴和幸福。 （记者 张艳艳 摄影报道）

近年来，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建设取得
了一系列新进展、新成绩；西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
文明建设得到全面推进，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进一步增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十大幸福城
市……一块块沉甸甸的荣誉被西宁收入囊中，带给市民巨大
的欣喜和期待；幸福养老，优化出行，完善的医疗服务等民生
工程让幸福西宁品质凸显；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为人民群众努
力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使
全市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高，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社会治安
环境更加巩固；社会治安评价机制，提升了群众对社会治安
的满意度。 （记者 张艳艳 摄影报道）

融资的便利，税收的减免，民营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作
为一名来自非公经济界别的年轻委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
在自身创业中明显感受到，我市在建设幸福西宁进程中，民营
经济愈发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关注，让青年创业者更加
坚定了努力创业的决心。市委高瞻远瞩的绿色发展宏图，为
年青一代非公经济人士指明了一条很好的创业道路。年轻人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定当有所突破。

我市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给文旅产业又带来了重大
的历史机遇，也给我们青年人营造了优良的创业环境。作为
市政协委员，我也会继续努力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身西宁的
大发展当中，为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幸福西宁建设贡献自己的
绵薄力量。 （记者 徐顺凯 摄影报道）

奋力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使西宁实现了生态逆袭——
彻底改写了“风吹沙飞无鸟影，下雨泥石落西宁”的历史，对于
西宁老百姓来说，如黛青山和如洗蓝天就是“西宁之幸”“西宁
之福”！

近年来，市委提出“抓绿色发展就是讲政治”，坚持把“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幸福西宁成长坐标，推进“高原绿”“西
宁蓝”“河湖清”等六大建设行动，加快产业和城市转型升级，
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西宁绿色发展公众满意度位
居全国前列，西宁也荣登“中国十大幸福城市”第二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引下，西宁人民必将擘画新的蓝图，开创新的征
程，在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路上，我们西宁会越来越繁
荣，民众会越来越幸福。 （记者 徐顺凯 摄影报道）

近年来，是我市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
善的几年，我市进一步提升科技资源配置和科技创新效
率，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建设幸福西宁提供科技支
撑，西宁市科技的发展带动了西宁经济的跃动，展现在各
行各业中。突出重点，持续推进产业技术创新，着力打造
光伏制造业、千亿元锂电产业、铝镁合金产业等基地建设；
2018 年，实施省级各类计划项目 210 项，落实科技专项资
金 2.48 亿元。协同发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2018 年，全
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18家，省级科技型企业235家，市级
科技型企业 167 家。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专利数量和质量大幅攀升，形成了“全省专利在西宁”的工
作新格局。 （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

近年来，在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西宁不仅
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而且在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
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特别是在“绿色发展”方面，西宁市以更加扎实的举措，
大力推进生态建设。始终坚持“生态似水，发展如舟”的理
念，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决摒弃粗放式发展方
式，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积极推进经济生态
化和生态经济化，实现了经济发展、生态优美、民生改善的
有机统一，西宁的“绿色发展”驶上了高质量发展车道，实实
在在地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幸福西宁提供了坚
实的绿色本底和生态保障。相信，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西
宁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

我们见证着西宁的变化发展
市人大代表、九三学社西宁市委秘书长 李峰

“幸福西宁”成市民直接感受
市人大代表、城西区兴海路街道尕寺巷社区主任 冯桂萍

群众对党的感恩之心不断凝聚
市人大代表、城北区教育局副局长 曹灿

绿色西宁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市人大代表、西宁四中校长 祁生玉

民生工程让幸福西宁品质凸显
市人大代表、市公安局城东分局指挥中心主任 雷勇奇

创业者更加坚定了创业的决心
市政协委员、青海拓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宇

蓝天与青山就是西宁之幸福
市政协委员、民革西宁市委秘书长 鲜秀清

科技创新推动西宁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委员、西宁生产力促进中心副研究员 董茹

经济发展生态优美民生改善
市政协委员、市群艺馆业务综合部主任 清木措

聊起西宁，聊起绿色发展样板城市，聊起新时代幸福西宁，参加两会
的代表委员们脸上绽放着自豪，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2018 年，西宁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奋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使全市各项工作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新成就：“政治清明廉洁”的幸福西宁迈出了新步伐；“环境宜

居宜业”的幸福西宁迈出了新步伐；“经济包容增长”的幸福西宁迈出了
新步伐；“生活殷实便利”的幸福西宁迈出了新步伐；“社会文明和谐”的
幸福西宁迈出了新步伐。经过几年努力，西宁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政
治生态好、发展态势好、韧劲后劲好的特征，广大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大大增强。

2019 年，西宁还将继续把“干”“奋斗”作为最硬最管用一招，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当好新青海建设的“领头雁”、“一优两高”的“排头兵”、大
美青海的“施工队”，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2019，幸福西宁令人期待！
未来，幸福西宁不可限量！


